
5鲁山新闻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E-mail:rbwz@pdsxww.com编辑 焦葵葵 美编 李永伟 校对 马骁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
讯员王灿）近日，鲁山县卫计
委、鲁山县医保中心和鲁山县
中医院联合举行“医联体”综合
服务平台启动仪式暨院长座谈
会。

会议就“医联体”项目开展
的背景和意义、服务模式及运
行机制、具体政策要求、如何发
挥最大效能及运行实施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流程、技术、医疗保
险报销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详细
的探讨。会上，鲁山县中医院
负责人当场与尧山卫生院等10
家乡（镇）卫生院的负责人签订
了合作协议，成为“医联体”合
作单位。

目前，鲁山县已有4家医院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
幼保健院、鲁山爱心医院）与市
第一人民医院签订了合作协

议，成为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
联合体的成员单位。合作双方
共同享有和承担组织管理、技
术指导、医院宣传、人才培养、
双向转诊等权利和义务。此次
鲁山县中医院“医联体”的建立
和运行，将进一步推进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机构之
间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业
务联动、医疗服务连续化的工
作机制，逐步实现“首诊进基
层、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层”
的就医新格局。

“医联体”各成员单位将以
“医联体”为平台，以管理为纽
带，提升医疗服务水平，逐步开
展共商管理、双向转诊、远程会
诊、进修学习、科研协同、学术
交流等合作，探索创新，实现医
疗联合体管理模式的突破，促
进医疗联合体健康发展。

鲁山县启动“医联体”综合服务平台

已有四家医院与市一院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游小
勇）8月29日，鲁山县召开牛郎织女文化
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方案
汇报会。县委书记杨英锋、县长李会良
等出席汇报会。

会议首先听取牛郎织女文化产业
园项目建设情况汇报，规划设计单位上
海同济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分别汇报
了牛郎织女文化产业园迎宾大道、露峰
大道及大浪河景观建设项目的规划设

计方案。听取汇报后，与会县领导及相
关单位负责同志对规划设计方案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就进一步完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鲁
山县有关负责人强调，一是规划要有前瞻
性。前瞻性要体现在长远上，要树立标志
性的形象。无论是从文化角度上讲，还是
从综合功能发挥上讲，都应有一个长远的
打算，不能为了一时的发展丢掉科学性。
二是规划要体现融合性。“两路一河”项目

和牛郎织女文化产业园项目的建设要与
即将启动的花瓷古镇的建设相衔接，与
周边片区的打造及周围的环境、项目互
补、融合。三是规划要体现可操作性。
项目的设计要接地气，在景观打造、绿
化、桥梁建设等方面都要体现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在打造景观的同时，还要考虑
经济效益的带动。四是规划要体现节约
性。牛郎织女文化产业园项目从规划到
建设，要在能节约的地方尽可能地节约。

五是规划要体现紧迫性。设计部门对与
会同志提的意见要尽快梳理、修订、完
善。各相关职能部门都要有紧迫感，一切
围绕项目快速推进、尽早落地做工作，尽
早把方案完善好，尽早开工建设。

据了解，牛郎织女文化产业园项目
是鲁山县的重点项目。自项目启动以
来，该县成立了指挥部，有关职能部门
和城区四个街道、辛集乡已做了大量的
前期工作。

牛郎织女文化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规划设计方案汇报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常洪涛 通
讯员王永安）“截至今天下午4
点活动结束，鲁山县在‘中国生
姜之乡’网络评选活动中得票
2716 张，远超第二名 1320 票，
稳居冠军位次。”8月25日下午
4点刚过，张良镇相关负责人兴
奋地告诉记者。

日前，《蔬菜卫士报》发起
了“中国生姜之乡”网络评选
活动，从 8 月 9 日开始投票，于
8 月 25 日 16:00 结束。活动开
始以来，在皇室贡品、中国驰
名、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
张良姜的原产地——张良镇，
广大干群热情高涨，踊跃投
票，使得鲁山县的得票数一直
遥遥领先。

张 良 姜 产 于 张 良 镇 ，有

2200多年的种植历史，以“色泽
深黄、辛辣芳香、气浓味长、质
实丝多、百煮不烂、久贮不腐”
等特点而著称，有“姜中之王”
的美称。在汉代，朝廷曾把张
良姜列为贡品。《辞海》“鲁山
县”条目中，有特产张良姜的记
载。2010 年 5 月，“张良姜”农
产品地理标志经农业部审查并
组织专家评审，确认符合登记
保护条件，依法实施保护。这
是全国首个获得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保护的生姜产品。

“鲁山县在‘中国生姜之
乡’网络评选活动中夺冠，为
我县打响品牌战略，为张良姜
走向全国大市场、走进世界名
优农产品行列打下坚实的基
础。”张良镇相关负责人说。

鲁山县在“中国生姜之乡”

网络评选活动中夺冠

“孩子们该开学了，我来看
看他们，给他们捎来几件新衣
裳。”8 月 29 日，鲁山县华运汽
车场站有限公司经理王剑锋驱
车来到该县下汤镇乱石盘村村
民封建利家中。

“孩子们都过来，你们王妈
妈来了。”封建利喊着正在帮奶
奶喂猪的孩子们。今年46岁的
封建利，腿受伤后行动不便。两
年前，他的哥哥在一次事故中离
世，嫂子撇下 3 个孩子下落不
明，本有两个孩子的他开始抚养
起5个孩子，13岁的侄子封雨顺
还患有脑积水。受抚养孩子纷
扰的刺激，封建利的妻子离家出
走，至今杳无音信。封建利的父
亲今年已81岁，因患病行动不
便，只有76岁的母亲勉力帮着
照看孩子。

乱石盘村是鲁山县交通运
输局的对口帮扶村，2015年，该
局党员与乱石盘村贫困户结对
帮扶，王剑锋就与封建利家结
成了“亲戚”。

在入户帮扶的第一天，王
剑锋简直不敢相信封家会如
此困难，她当即拿出 500 元钱
捐给封建利，助他们一家解
燃眉之急。看到封建利为孩
子洗衣服不方便，王剑锋专
门为他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

机；看到封家孩子冬天衣着
单薄，没有被褥，王剑锋比着
五个孩子的身高为他们买新
衣裳，还弹了两条棉花被子
给孩子们御寒。

为从根本上帮封家解困，
王剑锋和鲁山县交通运输局驻
乱石盘村第一书记申国利一
起，帮封建利的一个侄子和一
个侄女争取到了低保，并联系
爱心企业为患病的封雨顺每月
发放200元生活费。去年，王剑
锋帮封建利凑足本钱，并争取
4000 元到户增收扶贫项目资
金，买进4头黑猪进行饲养。今
年，王剑锋再次帮封建利争取
到 4000 元扶贫资金，购进 6 头
黑猪进行饲养。

“王妈妈逢年过节把俺接
到县城洗洗澡、理理发，平常
还送鸡蛋给我们，待俺真是
亲啊。”封建利的儿子封明坤
说。

乱石盘村党支部书记冯松
林介绍，封建利是该村负担最大
的贫困户，但鲁山县交通运输局
的结对帮扶给这个家庭带来了
希望。目前，除了患病的封雨顺
外，封建利的另外4个孩子均在
当地小学正常就读。

（本报记者 常洪涛 通讯
员 王永安）

牛郎故里·七夕盛况农历七月初七，相传为牛
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
也是中国民间最具浪漫色彩
的传统节日七夕节、乞巧节。
如今，七夕佳节已经被誉为
“中国的爱情节”“中国的情人
节”。牛郎织女故事位居我国
四大民间爱情故事之首，位于
鲁山县城东辛集乡境内的鲁
峰山，是这个美丽神话传说的
发源地。

8月28日上午，我们的节
日——2017中国（鲁山）七夕
节开幕式在辛集乡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民俗文
化研究者和周边群众数万人
齐聚牛郎织女传说发源地
——鲁峰山，感受这一原生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限魅力。

七夕节前后，鲁山县还举
办了“七夕情缘”全国原创歌
曲征集暨颁奖、迎七夕“喜临
门”杯舞蹈大赛、“七夕情缘”
摄影大赛、葡萄采摘节、佛光
七夕·汉风古韵集体婚礼、
七夕民俗与现代生活大讲
堂、七夕文化研讨会等系列
活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
能够领略到牛郎织女文化发源
地——鲁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人文内涵。

让我们随着记者镜头，一
览牛郎故里的七夕盛况吧！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文
马进伟 郭东伟 尹红岩 /图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大
年沟血桃顺利通过专家评审，
俺村的血桃以后有自己的名片
了。”8 月 27 日，鲁山县熊背乡
大年沟村村委会主任闫文杰满
脸喜悦地说。

8 月 24 日，由农业部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组织的“2017
年第二次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专家评审会”在北京召开，
鲁山县大年沟血桃顺利通过评
审，评审通过后将进行公示。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标示
农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品
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
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
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有农产
品标志。它是地方名片、区域
公共品牌、国际市场“通行证”，

也是一种知识产权、文化遗产，
具有集体性、共有性和永久性。

血桃，是一种营养价值很
高的水果，含有丰富的铁、钾等
元素，还含较多的有机酸和纤
维素，具有补益气血、养阴生
津、健脾开胃、美容养颜等作用
和功效。鲁山县大年沟村有着
悠久的血桃种植历史，近年来，
该村成立血桃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吸收183户农户参加，血
桃种植面积由 2013 年的 1500
亩增加到今年的3600 亩，收入
近300万元。

“大年沟血桃”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成功，在增加品牌附
加值和农民收入、提升产业化
经营水平、增强产品市场竞争
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专家评审

“大年沟血桃”有地方名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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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情景剧《牛郎故里情》演出现场

图二：鲁山艺人在展示剪纸技艺

演员在表演舞蹈《唐风瓷韵》

五个贫困孩子的“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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